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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乙烯利对苦瓜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和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及苦瓜性

别表现的影响，为苦瓜高产栽培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对苗期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苦瓜叶面和茎尖喷施不同浓度乙

烯利，以喷蒸馏水为对照（CK），分别于施药后第0、10、20和30 d取茎尖样品测定 POD、CAT和SOD活性，观察移栽后

苦瓜的第一雌、雄花节位，计算前35节雌花节率。【结果】在各测定时期，50.0和100.0 mg/L乙烯利处理如玉33号和如玉

41号的POD活性均高于同期其他处理，最高值均出现在施药后第30 d。50.0 mg/L乙烯利处理如玉33号的SOD活性均

低于同期其他处理，以施药后第30 d时最低，为CK的32.7%；100.0 mg/L乙烯利处理如玉41号的SOD活性均低于同期

其他处理，以施药后第30 d时最低，为CK的45.1%。乙烯利处理后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的CAT活性变化趋势与SOD

变化趋势一致。50.0 mg/L乙烯利处理如玉33号的第一雌、雄花节位最低，分别为8.0和5.2节，雌花节率最高，为0.465，

且均与CK存在显著差异（P<0.05，下同）；100.0 mg/L处理如玉41号的第一雌、雄花节位最低，分别为9.8和6.2节，雌花

节率最高，为0.512，也均与CK存在显著差异。【结论】喷施乙烯利可使苦瓜茎尖的POD活性升高，SOD和CAT活性降

低，有效降低苦瓜第一雌、雄花节位，提高雌花节率，以分别喷施50.0和100.0 mg/L乙烯利对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提早

开花、增加早期雌花数量的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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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ethephon on activities of oxidase enzymes and sex
differentiation of bitter gourd

YAN Liang-wen，CHEN Yao-yao，LIU Zhi-cheng

（Longyan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Sciences，Longyan，Fujian 364000，China）

Abstract：【Objective】Effects of ethephon on activities of peroxidase（POD），catalase（CAT）and superoxide dis-
mutase（SOD）in bitter gourd and its sex differentiation was studi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high yield of bitter gourd.
【Method】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of ethephon were sprayed on foliage and stem tip of bitter gourd（Ruyu 33 and Ruyu
41），and distilled water was used as control（CK）. After treatment，the samples of stem tip were taken on day 0，10，20 and
30 respectively to measure the activities of POD，CAT and SOD. Node of the first female flower and node of the first male
flower were observed after transplant，and node rate in the first 35 nodes of female flower was calculated.【Result】At
each measurement period，POD activity of 50.0 and 100.0 mg/L ethephon treated Ruyu 33 and Ruyu 41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other treatments in the same period. The highest values appeared on day 30 after treatment. SOD activity of Ruyu
33 in 50.0 mg/L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those in other treatments at the same period，the lowest value occurred on day
30 after treatment which was 32.7% of that in CK. SOD activity of Ruyu 41 in 100.0 mg/L treatment was lower than other
treatments at the same period，and the lowest value occurred on day 30 after treatment which accounted for 45.1% of that
in CK. The variation trends of CAT activity and SOD activity of Ruyu 33 and Ruyu 41 were the same after ethephon treat-
ments. For Ruyu 33，after 50.0 mg/L ethephon treatment，positions of node of the first female flower（the 8.0th node） and
node of the first male flower（the 5.2th node）were the lowest，and the node rate of female flower was the highest（0.465）.
All these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K（P<0.05，the same below）. For Ruyu 41，after 100.0 mg/
L ethephon treatment，positions of node of the first female flower（the 9.8th node） and node of the first male flower（the
6.2th node）were the lowest，and the node rate of female flower was the highest（0.512）. All these indexes we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CK.【Conclusion】Spraying ethephon increases POD activity of stem tip of bitter gourd，decreases
activities of SOD and CAT，lowers the flower position of the first female and male node and increases the node rate of
female flowers. The effects of spraying 50 mg/L ethephon on Ruyu 33 and 100 mg/L ethephon on Ruyu 41 are sound in
early flowering and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early female fl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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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在瓜类作物苗期进行化学调控可

有效影响其性别分化（Otogir et al.，2006；Hilli et

al.，2010）。在自然条件下，苦瓜植株的雄花数显著

多于雌花数，因此生产上需对苦瓜进行不同方式的

促雌调控（赵普庆等，2005）。乙烯利可调节植物生

长过程的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和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提高雌花数，进而提高

产量（Abeles，1973），但目前乙烯利对苦瓜的具体促

雌机理尚不清楚。因此，探讨乙烯利对苦瓜POD、

CAT和SOD活性及苦瓜性别表现的影响，对苦瓜高

产栽培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国内外已有

较多利用乙烯利调控瓜类性别分化的研究。程永安

等（2002）研究发现，用乙烯利处理西葫芦可促进其

雌花数增加。曹毅等（2002）研究表明，乙烯利处理

能明显提高黄瓜雌花数，降低第一雌花节位。Sandra

等（2015）研究表明，乙烯利处理可有效增加苦瓜雌

花数。以上研究均证实乙烯利能在瓜类蔬菜性别分

化中发挥较好的促雌作用。在酶活性与瓜类性别分

化研究方面，Petig和Rudich（1972）研究发现，POD、

吲哚乙酸氧化酶与黄瓜的性别表现有关；应振土和

李曙轩（1990）研究发现，POD和CAT活性与黄瓜植

株的雌性程度呈显著正相关；张玲玲（2006）研究认

为，酶活性与苦瓜的性型密切相关，高活性的POD和

SOD有利于雌性分化，而高活性的CAT有利于雄花

分化；陈瑶瑶等（2016）用光周期处理苦瓜幼苗，发现

高活性POD有利于苦瓜雌性分化，而高活性CAT和

SOD的作用相反。【本研究切入点】SOD、POD和

CAT 3种氧化酶活性与瓜类性别分化有一定的相关

性，但目前针对乙烯利促进苦瓜性别分化及其与生

理指标间关系的研究鲜见报道。【拟解决的关键问

题】以在福建广泛种植的苦瓜品种如玉33号和如玉

41号为材料，探讨幼苗期喷施不同浓度乙烯利对其

内源氧化酶活性及第一雌（雄）花节位和雌花节率的

影响，从生理角度了解乙烯利处理对苦瓜性别分化

的作用机理，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苦瓜性别分化的生

理生化机制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 1 试验材料

供试苦瓜品种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购自福建

农科种业良种开发有限公司；乙烯利（美国Sigma公

司）购自福建省龙岩市当地市场。

1. 2 试验方法

1. 2. 1 试验设计 试验于2015年7月~2016年4月

在福建省龙岩市农业科学研究所及上杭庐丰试验场

进行。将催芽后刚露白的苦瓜种子播种于育苗盘

中，待长至3叶1心期时移入光照培养箱，光照强度

300±20 μmol/m2·s，全程温度设定为白天（25±1）℃
16 min、夜间（20±1）℃ 8 min；乙烯利处理梯度为0、

25.0、50.0、100.0和150.0 mg/L，其中0 mg/L梯度为喷

施蒸馏水（对照，CK），各处理均匀喷施叶面和生长

点至液体滴下，每隔1 d喷施1次，连喷3次。处理前

取样1次，于第3次处理结束后第0、10、20和30 d取样

（每次均取茎尖约0.5 cm，共取样4次，用于氧化酶活

性测定）；每处理50株，每株最多取样1次，2次重复。

1. 2. 2 POD活性测定 参照苏州科铭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氧化酶活性测定说明测定POD活性。其中：

△A=A1-A2

POD活性（U/gFW）=7133×△A/W

式中，△A为470 nm下30 s时的吸光值A1减去

1.5 min时的吸光值A2，W为样本质量（g），下同。

1. 2. 3 SOD活性测定 参照苏州科铭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氧化酶活性测定说明测定SOD活性。

其中：

抑制百分率（%）=（CK管的吸光值A-测定管的吸

光值A）/CK管的吸光值A×100

SOD活性（U/gFW）=11.4×抑制百分率/（1-抑制

百分率）/W×样本稀释倍数

1. 2. 4 CAT活性测定 参照苏州科铭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氧化酶活性测定说明测定CAT活性。其中：

△A=A1-A2

CAT活性（U/gFW）=678×△A/W

式中，△A为240 nm下的初始吸光值A1减去

1.0 min时的吸光值A2。

1. 2. 5 农艺性状调查 乙烯利处理30 d后取生长

较一致的苦瓜幼苗定植于大田，各处理及CK的光、

温、气等生长环境及常规管理措施一致；及时整蔓剪

枝，去掉衰老黄叶，以利通风透光，注意防治病虫

害。采用单因子随机区组设计，每小区种植20株，3

次重复；植株长到10节以上、雌雄花完全显现时，调

查单株的第一雌、雄花节位，待植株长到35节以上，

统计前35节的雌花节率。

雌花节率=单株雌花节数/雌雄花节数

1. 3 统计分析

试验数据采用Excel 2013进行统计，采用SPSS

16.0进行方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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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与分析

2. 1 乙烯利对苦瓜茎尖POD活性的影响

从图1可看出，随着苦瓜生长发育时间的推移，

其茎尖POD活性呈逐渐升高的变化趋势；喷施乙烯

利的苦瓜茎尖POD活性均高于CK；50.0和100.0 mg/

L处理下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的POD活性在各发育

时期均分别高于相同时期其他处理，最高值均出现

在施药后第30 d，50.0 mg/L处理如玉33号的POD活

性为11354.2 U/gFW（图1-A），100.0 mg/L处理如玉

41号的POD活性为30487.5 U/gFW（图1-B）。说明苗

期喷施50.0和100.0 mg/L乙烯利对提高苦瓜POD活

性效果较佳。

图 1 乙烯利对苦瓜品种如玉33号（A）和如玉41号（B）POD活性的影响
Fig.1 Effects of ethephon on POD activity in bitter gourd cultivars Ruyu 33（A）and Ruyu 41（B）

2. 2 乙烯利对苦瓜茎尖SOD活性的影响

从图2可看出，随着苦瓜生长发育时间的推移，

其茎尖SOD活性呈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品种间茎

尖的SOD活性无明显差异；50.0 mg/L处理如玉33号

的SOD活性最低，100.0 mg/L处理次之，且施药后第

30 d时50.0 mg/L处理的SOD活性最低，为CK的

32.7%（图2-A）；100.0 mg/L处理如玉41号的SOD活

性最低，50.0 mg/L处理次之，施药后第30 d时100.0

mg/L处理的SOD活性最低，为CK的45.1%（图2-

B）。说明苗期喷施50.0和100.0 mg/L乙烯利对降低

苦瓜SOD活性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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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乙烯利对苦瓜品种如玉33号（A）和如玉41号（B）SOD活性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ethephon on SOD activity in bitter gourd cultivars Ruyu 33（A）and Ruyu 4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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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乙烯利对苦瓜茎尖CAT活性的影响

从图3可看出，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茎尖的CAT

活性变化趋势与SOD活性变化趋势一致，施药后两

个苦瓜品种各处理的CAT活性均低于CK，品种间的

CAT活性也无明显差异，均随苦瓜生长发育时间的

推移呈逐渐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50.0 mg/L处理

如玉33号的CAT活性最小，100.0 mg/L处理次之，且

施药后第30 d时50.0 mg/L处理的SOD活性最低，为

CK的32.7%（图3-A）；100.0 mg/L处理如玉41号的

CAT活性最低，50.0 mg/L处理次之，施药后第30 d时

100.0 mg/L处理的CAT活性最低，为CK的45.1%（图

3-B）。说明苗期喷施50.0和100.0 mg/L乙烯利对降

低苦瓜的CAT活性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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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乙烯利对苦瓜第一雌、雄花节位和雌花节率的

影响

第一雌、雄花节位是瓜类作物性别分化和早熟

性的判断指标（汪俏梅和郭得平，2002）。由表1可

知，不同乙烯利处理两个苦瓜品种的第一雌、雄花节

位均显著低于CK（P<0.05，下同），前35节雌花节率

均显著高于CK。说明乙烯利具有显著降低雌、雄花

节位及提高雌花节率的作用。从雌花节率指标来

看，25.0、50.0、100.0和150.0 mg/L处理如玉33号分别

显著高于CK 17.6%、47.4%、28.3%和2.5%，如玉41号

分别显著高于CK 9.8%、23.7%、29.0%和26.7%，说明

喷施乙烯利有利于提高苦瓜雌花节率，以苗期喷施

50.0和100.0 mg/L乙烯利对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的

综合促雌效果最佳。结合对图1结果的分析可知，苦

瓜植株POD活性升高与其雌性化有关；结合对图2结

果的分析可知，苦瓜植株SOD活性升高对苦瓜有促

雄作用；结合对图3结果的分析可知，苦瓜植株CAT

活性升高与其雄性化有关。

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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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yu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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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CK
25.0
50.0

100.0
150.0
CK
25.0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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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第一雌花节位（节）
Node of the first female flower（node）

13.7a
9.6bc
8.0c
8.5c

9.1bc
16.6a
12.0b
10.3c
9.8c

11.8b

第一雄花节位（节）
Node of the first male flower（node）

8.7a
6.5b
5.2c
5.6c
5.0c
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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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 rate in the first 35 nodes of female flower

0.329c
0.387b
0.465a

0.422ab
0.403ab
0.39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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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3a

图 3 乙烯利对苦瓜品种如玉33号（A）和如玉41号（B）CAT活性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ethephon on CAT activity in bitter gourd cultivars Ruyu 33（A）and Ruyu 41（B）

同一品种同列数据后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 the same column for the same cultivar represen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P<0.05）

表 1 乙烯利对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性别表现的影响
Table 1 Effects of ethephon on sex expression of Ruyu 33 and Ruyu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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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雌雄同株的瓜类蔬菜性别发育一般需经过无

性期、两性期和单性期三个阶段，在决定性别的两性

期前利用激素调控瓜类蔬菜才能获得转变其性别的

效果（李曙轩，1987）。激素等化学物质对植物性别

分化的影响与激素种类、喷施时间和浓度等因素密

切相关。任吉君和王艳（1994）通过对黄瓜性别决定

的解剖学研究发现，第2~4片真叶期是进行化控改变

黄瓜花性别的最适时期。因目前利用乙烯利对苦瓜

进行化控以改变其花性别的研究鲜见报道，故本研

究参考王日升（2009）利用硝酸银对苦瓜化控的研究

结果选择在苦瓜3叶1心期进行不同浓度乙烯利喷施

试验。

Chernys和Zeevaart（2000）研究认为，植物生长

调节剂是通过参与调节植物内源激素水平和相关酶

的活性来影响瓜类性别分化。应振士和李曙轩

（1990）研究发现，乙烯利在诱导瓠瓜植株雌性化过

程中POD活性与雌雄花比值的关系最密切，POD主

要通过乙烯的作用来影响瓠瓜的性别表现。本研究

结果也表明，乙烯利处理后苦瓜茎尖中保护酶的活

性与植株性型有一定的相关性，表现在50.0和100.0

mg/L乙烯利处理雌花节率较高（雌花数较多），两个

苦瓜品种的POD活性在相同处理时期均较高，CAT

活性则在相同处理时期均较低，与何长征等（2001）

对黄瓜的研究结果一致，即一般情况下雌性强植株

的POD活性高于雌性弱的POD活性，而CAT的活性

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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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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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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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良文等：乙烯利处理对苦瓜氧化酶活性及苦瓜性别分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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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相反。本研究结果还验证了潘瑞炽和董愚得

（1995）的研究结果，即苦瓜的SOD活性变化趋势与

CAT相似，苦瓜的性别分化与POD、CAT和SOD活性

存在着一定的必然联系。这可能是因为保护酶类及

POD、CAT和SOD在植物体中起清除氧自由基作用，

其活性的高低影响氧自由基的水平，进而影响乙烯

的形成。

乙烯利为低毒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后可经过

植物的茎 、叶、花和果进入植物体内，在细胞液作用

下释放乙烯。关于乙烯利的安全使用，目前国内尚未

制定相关标准。潘瑞炽（2002）研究认为，植物生长调

节剂在植物体内通过酶作用或化学作用逐渐降解，药

效可缓慢降低、消失，本研究在苦瓜苗期施用乙烯利，

未发现处理后苦瓜幼苗出现畸形等药害现象，喷施时

期离苦瓜采收期也较远，对苦瓜果实相对安全。

应振士和李曙轩（1990）从生理学角度分析认

为，乙烯利处理诱导黄瓜及瓠瓜植株雌性化是通过

调节内源激素水平和有关酶的活性而影响瓜类的性

别分化。苦瓜性别的分化是单因素影响还是多因素

协同作用，具体机制目前尚不清楚。总之，目前对激

素调控植物性别分化机理的了解还甚少，有待从激

素分子生理学角度进行深入探究。

4 结论

喷施乙烯利可使苦瓜茎尖的POD活性升高，

SOD和CAT活性降低，有效降低其第一雌、雄花节

位，提高雌花节率，以分别喷施50.0和100.0 mg/L乙

烯利对如玉33号和如玉41号提早开花、增加早期雌

花数量的效果较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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